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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消费·食尚

把客厅搬到星巴克，
寻找你的“第三空间”

星巴克贵和店的二层俨
然一个“公共会客厅”。暖
色调让人顿时卸下烦恼，平
静下来，从心底升起一股暖
意，随即又在脸上漾起不知
觉的笑意。几张大沙发在中
部围成一圈，配上厚软的地
毯，谁不想与至亲或好友分
享这样的温馨舒适？一起尝
试从未想象过的咖啡或美食
口味，回忆往事，即是如
此。如果你只是要像慵懒的
猫一样，享受一下午阳光，
绝对不能错过靠窗的软沙
发。开阔的弧形落地玻璃慷
慨地迎接着温暖的冬日暖阳
和熙攘的闹市街景，耳畔的
悠长爵士唱腔将心思抛到世
界的另一端，此刻的沉静，
伴随悠长的咖啡回味，萦绕
心田。又或者你需要进行一
场轻松的会面，轻巧的淡木
色小圆桌立即能让心情轻快

起来，两人之间恰到好处的
距离也容易增进彼此交流，
一场志趣相投的对话就如同
顺滑的拿铁口感，令人欢快
愉悦。甚至你突然想和更多
此刻不在身边的人分享一段
趣闻，免费无线网络让你能
即刻连通世界，传递美味体
验和好心情。你还能到高大
长条的“交流桌”，结识对
面的同道中人，就像因为一
段旅程相聚的陌生旅人，一
款相同的咖啡足以成为共鸣
的起始符。

星巴克坚持采购和提供

最优质的咖啡，同时融入更
多人来分享这一咖啡体验，
使每个来到星巴克的人获得
除了咖啡美味本身，更有一
种咖啡延伸出的情感体验，
而这也正是星巴克咖啡氛围
最经典的诠释。星巴克希望
将这份咖啡热爱，心手相
传，带给每位走进星巴克的
顾客最初的星巴克体验。

星巴克“第三空间”理
念打造了独特的“星巴克体
验”，为人们提供了亲友欢
聚和独享闲暇的更多空间选
择，为生活注入了更多活力

和趣味。星巴克进驻济南才
短短一周，就已经汇聚了一
批忠实的顾客，他们每天都
会出现在星巴克。就像能精
准地记忆每一杯饮品的调配
方法一样，伙伴们对这群年
轻人也再熟悉不过了：双手
捧着布蕾玛奇朵自言自语的
美女Hél ène 一定是在体会
新角色，布蕾糖浆与浓缩咖
啡的组合总能像法式香颂一
样点 燃她 的感 性神 经；
Sharon 对自制咖啡情有独
钟，一下就买了几包口味各
异的咖啡豆，身兼多职的她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才有
专属于自己的时间，细细体
味口中柔和的酸度与微妙的
可可和烤榛果味相互交融的
顺滑口感；时而打量着窗外
步履匆匆的行人时而落笔疾
书的新人作家 William 即使
在冬天，也执着地选择咖啡
星冰乐，层次感丰富的冰饮
可是他灵感的源泉……还有
那位自带星巴克随行杯的
James ——— 据说这位环保达
人为终于能将环保行动延伸
到他的“每日必饮”上隆重
地进行了一次微博全记录。

当一个个红杯现身大街
小巷，溢出浓浓暖意，圣诞
饮品飘来阵阵馥郁甜美时，
又一个圣诞节将如期而至
了。你在操心怎么布置客厅
才敢开一个圣诞 party 吗？
不如相聚星巴克，在过往的
甜蜜回忆中展望未来的幸

福，享受专属的星巴克圣诞
体验。

现在，星巴克就是一个
快乐驿站。在这个特别的时
节，星巴克将成全你浪漫的
圣诞情结。 2010 年圣诞，
星巴克圣诞经典饮品——— 太
妃榛果拿铁与黑樱桃摩卡重
新回归，为喜爱星巴克的顾
客朋友们带来圣诞的温馨与
甜美。咖啡香、奶香、巧克
力香、水果香，共同旋转出
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梦境，
每一口都热烈深沉，风味醇
厚，令人爱不释口，回味悠
长。于此同时，星巴克圣诞
综合和各式特色美味的圣诞
食品也闪亮登场，加上缤纷
呈现的圣诞礼品，以及丰富
多彩的圣诞线上活动，无疑
使星巴克成为圣诞回忆与憧
憬的交汇之地。

你也许希望能赋予
客厅多一些功能，让它能
在自己独处时温暖惬意，
适合家庭聚会，也能应付
朋友到访。而最关键的不
是摆设，是氛围！在刚刚
开业的星巴克第一家济
南门店，你会发现，这里
几乎就是你梦想的客厅。
无论什么心情，你都能找
到舒服的一角，享受一段
温馨闲适的时光。

星巴克济南贵和店内景

无论什么心情，你都能在星巴克找到舒服的一角

冬风吹去了 11 月的
平淡，一股圣诞暖风刮来
了 12 月的精彩。 25 日，
随着高第街 56 号餐厅、
鲁西南老牌坊特色餐厅、
城南往事济南风味主题餐
厅等济南市民早已熟知的
餐饮品牌同时点亮圣诞灯
火，预示着济南城迎接圣
诞节的序幕正式拉开。

与往年迎接圣诞节相
比今年的序幕拉开更是提
前了一周的时间，可以看
出商家及市民对圣诞节的
关注程度愈来愈高，距离
圣诞节还有一个月的时
间，但是圣诞灯火的点燃
更是提前敲开了市民对圣
诞的期盼之门，真是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灯万灯亮
起来。

据悉，本次亮灯仪式
是由 13 家餐饮品牌店联
合同时举行，是济南今年
的首家亮灯单位，可以看
出其对圣诞节的关注程度
可见一斑，据高第街 56
号餐厅山大路店的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之所以提
前一个月点燃灯火，目的
就是为了唤起咱泉城老百
姓对圣诞节的关注，引领
泉城圣诞热潮，圣诞点燃
的是生活的激情以及对生
活的热爱，目前， 13 家
餐厅遍布济南市区各地，
市民从各个区域都能感受
到浓浓的圣诞气氛。”确

实如此，昨晚笔者在山大
路的高第街 56 号餐厅以
及民生大街的鲁西南老牌
坊特色餐厅都能体验到圣
诞来临的感觉，餐厅外围
的布置是闪烁着彩光的
LED 灯，把红白绿色的布
缦闪耀的颇有一
番西方圣诞的感
觉，内景布置也
是很讲究细节，
在所有包房内的
餐桌的花盘里，
一改往日的鲜艳
色彩，换成了翠
绿的松枝、透明
玻璃杯、乳白色
的大蜡烛、簇拥
的满天星等搭配

的一幅精致圣诞画面，大
厅里的圣诞树和透着迷蒙
黄色光线的马蹄灯亦是将
大厅点缀的蛮有一番情
调，昨晚不少消费者皆对
商家的这种做法表示赞
同，“出乎意料的惊喜”
是消费者对餐厅做法的一
致评价。

临近年终，工作的繁
忙使不少市民以及家庭的
生活节奏较为紧张，生活
里总是缺少一些新鲜的感
觉，所谓食为天，能够不
断地在饮食的文化里带来
一丝丝的新感觉，才正是
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

松果西餐厅将迎来开业一
周年，文化东路已畅通无阻，为
答谢新老客户的厚爱，松果将
从即日起开展系列优惠活动！
“11 月香煎深海鳕鱼特惠套
餐”温情上市：56 元的空前低
价可享受 200 克的深海鳕鱼
排、配汤、沙拉、面包。“12 月
Lucky Time 周周奖”活动！餐
厅每周将在就餐客户中抽取
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获
得价值 100、80、50 元的代金
券！12 月份“圣诞大餐预订巨
优惠活动”同期开展！购买 168
元/位的圣诞套餐券，12 月 1
日-10 日购券 7 . 8 折优惠，12
月 11 日-20 日购买 8 . 8 优惠，
12 月 20 日-24 日恢复原价。感
谢忠实的“松果”美食粉丝，我
们以“爱的名义”回馈您的爱！

以“爱的名义”——— 爱她就
带她到“松果”来

恋爱不是请客吃饭！但一
般的恋爱都从请客吃饭开
始……一次美好的约会总能提
升您的恋爱指数。

去松果吃完美的法意西餐
吧！这里的各式前菜、沙拉、牛
排 、意 米 、意 面 、牛 排 、甜
品……。何须远足，来“松果”就
可以品尝到如此地道而又丰富

的欧洲风情美食了。法式鹅肝
酱入口如丝绸般滑润裹着浓郁
果香；意大利肉酱面采用新鲜
加工劲道十足的面条，每一根
面条上面都裹着浓浓的肉酱；
松果的牛排采用上等牛肉精心
制作，根据不同的部位有腓肋
牛排、肉眼牛排、西冷牛排、特
级绿胡椒牛排、澳洲雪花牛
排……配以特制的黑胡椒汁、
红酒汁、奶油汁，将牛排的美味
体现的淋漓尽致，会给您及她
带来前所未有的美食感受！

松果就餐环静可以优雅得
令你叹息！富有肌理的墙壁、老
榆木的桌子、古董柜子、老电影
放音机、形态各异的烛台……
好像每一个物件都有一番故事
在里面，聆听“当·威廉姆斯”那
充满磁性的嗓音，会拨动你和
她心中那根最温柔的琴弦。

有一天，当你爱上她，或者
她爱上你，带她到“松果”享受
一下吧，到松果你彰显的是懂
得心灵与朵颐如何同时享受，
此刻，她就是你心灵中最需要
愉悦的人！

地址：文化东路 103 号(山
师学院东行 100 米路北)

订餐电话：86563896

圣诞来了，13 家餐厅
同时点亮今年圣诞灯火

以“爱的名义”———
松果西餐厅感恩月活动拉开帷幕


